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上午袁
金坛水北建筑公司董事长陈建
中在区人民法院院长宋文良陪
同下袁 来到金城镇白塔敬老院袁
看望并慰问了这里的 19名孤寡
老人遥 当他看到老人的寝室破
旧尧房屋盖瓦残缺严重时袁当即
决定投资 30万元帮助修缮遥

宋文良是金城镇联丰村的
区人大代表袁 每年中秋或重阳
节袁他都会带着企业负责人来敬
老院慰问遥该院院长王小风介绍
说袁今年夏天袁他就动员金昇实
业董事长潘旭平拿出 2 万元为
老人们安装了 7台空调袁并对所

有线路进行检修袁确保了高温期
间老人入住安全遥

水北建筑公司此次投入 30
万元进行修缮房屋袁主要是换上
统一的屋顶琉璃瓦尧门窗及内外
墙面涂料粉刷袁对橱房尧浴室进
行全方位改造袁彻底改善老人的
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遥

金城镇民政办接受委托袁对

工程造价进行预算袁制订修缮流程
及实施办法袁水北建筑公司近期将
派出施工队到敬老院施工袁争取在
冬季到来前完工袁 让老人住上洁
净尧卫生尧敞亮尧舒适的寝室遥

当天袁江苏波仕曼董事长高
生平还委托工作人员送来 30套
羽绒服袁 作为老人越冬的寒衣遥

张明霞 汤汉华

水北建筑公司投资修缮白塔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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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耀9月袁 直溪镇实
现工业开票销售 99.5亿元袁 同比
增长 28%袁 其中光伏新能源行业
实现工业开票销售 73亿元袁占比
为 72%曰 完成工业实际投入 31.6
亿元袁同比增长 258%曰实现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2亿元曰完成注册
外资实际到账 1000万美元曰签约
项目 12个袁 协议投资总额 21.35

亿元袁其中 5亿元以上项目 2个尧
亿元以上项目 5个遥 在谈项目 20
多个袁涉及光伏新材料尧汽车零部
件尧电子元器件尧传感芯片尧物流
传输机等遥 在 2017年签约的 19
个项目中袁 已认定开工 15个袁开
工率 79%遥今年袁涉及该镇的政府
性投资项目共 15个袁在建保障性
住房项目即将落成袁预计 2019年

4月正式竣工交付遥
四季度袁 直溪镇争取 2017

年签约的 19个项目全部达到区
认定开工标准遥推动 6个在建镇
级项目全部完工袁及幼儿园迁建
工程尧农村污水管网等新建工程
达到开工标准遥该镇将继续坚持
苦干实干加油干的态度袁保持耐
心和定力袁维护好当前快速发展

的势头遥 持续保持经济增长袁及
时了解光伏行业政策变化袁加强
对光伏重点企业运行的关注曰持
续攻坚突破两个加快袁紧扣项目
建设关键点做优服务曰持续做优
发展环境袁继续做好园区和集镇
野1+1冶 功能提升大文章袁 高标
准尧 高效率推进政府性投资工
程袁 对条件已经成熟的项目予

以快速推进袁同时袁积极储备一
批涉及载体提升尧 功能完善的
服务类尧商业类开发项目袁进一
步营造产业兴镇的良好环境遥
确保完成 160 亿元工业开票销
售及 50 亿元工业实际投入任
务袁确保超额完成 30亿元招商
引资任务和 3000 万美元外资
招引任务遥 邵桢

直溪镇

苦干实干加油干 维护当前发展势头

本报讯 为确保今年 野三
秋冶工作顺利进行袁薛埠镇积极
行动袁多措并举袁在全力以赴做
好农机具检修保养工作的同
时袁 还把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到
合作社和广大农机手中间袁为
野三秋冶期间安全生产打下坚实
基础遥

积极宣传发动遥 通过责任
农技员入村发动尧张贴标语尧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袁提醒广大
农民做好 野三秋冶 各项准备工
作袁 及时掌握秋收生产相关信
息与天气动态袁并传达到群众
中去袁帮助农民科学安排秋收遥

提供技术服务遥 全体责任
农技员按照责任分工袁 深入各
自责任区袁 现场开展技术培
训袁 确保今年秋收 野三秋冶 工

作顺利开展遥
机具检修保养遥 在组织农

户和合作社备足秋收农用物资
的同时袁 对现有的 野三秋冶 生
产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保养袁
确保 野三秋冶 工作顺利开展袁
使全镇秋收尧 秋种尧 秋管工作
稳步推进遥

加强安全教育遥 加大秋收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袁 增强
广大农民 野三秋冶 季节防火观
念袁 提高农民 野三秋冶 生产中
用电安全意识及农机使用安全
意识袁 确保 野三秋冶 生产安全
稳定遥

目前袁 薛埠镇秋收秋种各
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袁只等开
镰收割遥
王小俊 张跃东 王为民

薛埠镇

确保野三秋冶安全生产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为减轻

贫困人员社保缴费和医疗费用
的负担袁区人社局在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尧医疗保险等方面积
极完善政策袁助力参保贫困人员
精准脱贫袁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遥

困难群众应保尽保遥区人社
局依托全民参保登记工作袁准确
核对困难群众信息袁对未参保困
难群众采取电话尧走访等方式进
行政策宣传 , 逐步实现应保尽
保袁全员参保遥截至今年三季度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32.6万人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 6.1万人袁 领取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2.7万人尧领
取老年补贴 3.3万人遥

新型农民转接职工社保遥出
台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相关办法袁超过劳动年龄段
的被征地农民享受 560 元/月的
养老待遇袁劳动年龄段内的可参
加职工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袁转
保人员全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遥
征地后在单位就业人员袁督促单
位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袁自由
职业者袁鼓励其继续缴费袁长缴
多得遥 2018年袁全区参加征地保
障 1.46万人袁 其中已经有 9998
人转接职工社保遥
参保缴费享受补助遥城乡居

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袁财政补
助标准由 2015 年的每人每年

420元提高至 2018年的 740元袁2019年将提高至 840元曰建档立
卡低收入户和医疗救助对象等
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袁个人缴费部分予
以全免袁由区财政医疗救助基金
全额资助袁2018年有 19764人享
受个人缴费全免待遇曰城乡低保
对象和边缘困难群体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袁可选择每
人每年 100 元尧300 元的缴费标
准袁 每人每年给予 60元财政补
贴曰享受残疾人员专项补贴的重
度残疾人员渊肢体尧智力尧精神尧
视力四类残疾人员中的 1-2 级
残疾人员冤参保的袁在享受同等
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袁另给予每人
每年 100元参保补贴遥 2018年袁
有 11049人享受低保缴费标准袁362名重残人员享受缴费全免政
策遥同时袁积极鼓励机关尧团体和
社会各界采取结对帮扶尧对口支
持的形式袁扶持和资助城乡特殊
困难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袁在区人社局组织开展的野助
我乡亲参农保冶活动中袁共收到16 家企业赞助款 28000 元袁为280名困难人员缴纳了居民养老
保险遥

医保政策更加惠民遥参保人
员因大病尧重病产生大额医疗费
用的袁如自付费用超过规定标准
的享受大病保险待遇袁参保的城

乡困难居民大病保险不设起付
线袁医疗费用超过 20万元袁报销65%袁不设封顶线曰对符合医疗
救助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住院
及门诊大病费用袁医疗救助年度
限额调整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限额的 50%曰居民
医保同步职工医保将赫赛汀尧格
列卫等 22个野特药冶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遥以医保集团购买医疗服
务的形式与定点医疗机构谈判袁
实现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尿毒
症血液透析和白内障复明手术
医疗费用个人零自付遥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
用袁近三年内实际报销比例提高
了 13%袁群众因病致贫尧因病返
贫现象明显减少遥

养老待遇越来越好遥从 2005
年开始袁我区已连续 14年调整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袁 目前人均养
老金 1805元/月曰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超过每年不
低于 8%的增幅袁 目前已经从2017 年的 180 元/月增长到 220
元/月尧 缴费满 15年人员的基础
养老金标准从 210 元/月增长到250元/月遥 参保人员退休后全部
纳入社区进行属地社会化管理袁
社保部门定期组织开展免费体
检尧节日慰问尧文体活动等社会化
管理服务活动袁 老年人生活丰富
多彩遥 左彩霞 左玲

区人社局

做好社保扶贫 助力富民增收

本报讯 朱林镇唐王村有
近 200亩低洼地因地制宜种上
了多种水生蔬菜袁包括菱角尧茭
白尧荸荠尧茨菇等袁10 月上旬袁
近 100亩菱角面临上市遥 朱林
镇唐王村计生协会组织计生困
难家庭参与其中袁遵循自愿原
则签订劳务合同袁安排她们加
入到菱角采收尧蒸煮和销售工
作中袁一方面解决了合作社用
工不够的问题袁另一方面依托
生育关怀基地带动计生困难家
庭提高收入遥

朱林镇计生协会充分发挥

协会纽带作用袁 立足各村实际袁
充分挖掘和发挥现有资源的优
势作用袁组织协会会员袁带动困
难计生家庭袁吸纳村干部尧致富
能手袁组建致富联合体袁以野协
会+基地+计生户冶的模式袁通过
统一产品标准尧统一包装销售的
质量保证模式袁带动创业增收遥

唐王村计划生育协会负责
人表示袁 接下来村计生协会将
进一步加强对计生会员劳动技
能尧创业需求等各方面的培训袁
使计生家庭学有路尧做有师尧销
售有市场遥 颜红娣 文/摄

朱林镇

带动计生困难家庭增收

本报讯 10月 16日袁 区剪
刻纸研究所在山区革命老校茅
麓小学成立剪刻纸培训基地遥
活动中袁 茅麓小学学生参观了
剪刻纸展板袁 学生们对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作品分外感兴趣袁
区剪刻纸研究所所长赵黎华热
情地为学生们介绍了相关作品遥

本次活动还特邀段玉裁实

验小学曹钰姣老师上了一堂刻
纸启蒙课袁 曹老师带领学生们
认识剪纸器材尧 欣赏剪纸作品袁
并让学生们自己动手,亲身体验
如何剪出太阳纹尧 小蘑菇和小
鹿等各种形象遥

据悉袁 茅麓小学是金坛剪
刻纸研究所在乡村学校成立的
第二个培训基地遥 该校以 野亲

近脚下这片热土冶 为办学理念袁
一直致力于为山村孩子发展铺
设一条幸福跑道遥 此次剪纸文
化进校园与学校本有的合唱课
程相结合袁 共同构成了学校的
美育课程袁 为孩子们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途径遥

徐莉 李蕾

金坛剪刻纸培训基地在茅麓小学成立

朱林镇计生协会组织计生困难家庭成员采摘菱角


